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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产品优化服务

山东枣庄薛城金融支持现代农业

创新产品优化服务

山东枣庄薛城金融支持现代农业
本报讯 记者单保江报道：截至今年 10 月末，山东

省枣庄市薛城区累计发放涉农贷款 34.6 亿元。近年来，
人民银行薛城区支行以支持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发展为
目标，创新金融产品，布设了现代支付工具，优化金融服
务方式，有力推进了金融支持现代农业发展。

据悉，人民银行薛城区支行先后推出了水利建设经营
收益权质押贷款、农业龙头企业专利权质押贷款、小微商
户农户集群贷款，开创了“信贷+征信”等多项金融产
品。此外，还重点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累计发放农
民专业合作社贷款 5.23 亿元，信贷资金满足率 85%，拥
有社员 6 万余人，比 2012 年末增长 20%，辐射农户 11 万
余户，占该区农户总数的 83%。

加大补贴力度

新 疆 培 育 淡 季 旅 游 市 场
本报讯 记者乔文汇报道：2013 年“爱新疆·游家

乡”淡季旅游活动日前启动，新疆将投入 3000 万元对旅
游企业、游客给予补贴，精心培育淡季旅游市场。

新疆旅游市场淡旺季分明，7 月至 9 月的游客接待量
约占全年的 90%。为培育淡季旅游市场，建设四季皆宜
旅游目的地，自治区政府专门列支资金进行补贴，引导
旅游企业开展相关主题活动，吸引各地游客。据介绍，
补贴范围涵盖淡季旅游系列大型活动承办企业的经费补
贴、淡季旅游系列大型活动承办企业的广告补贴、淡季
旅游精品线路所参与企业的差价补贴、旅行社团队接待
补贴等。此外，还特别对 19 个援疆省市的旅游者进行
补贴。

随着转型升级的深入推进，广东第三
产业成为稳增长的“主力军”，经济结构
调整成效逐渐显现。前 3 季度广东第三产
业的 GDP 贡献率高达 52.8%，拉动 GDP
增长 4.5 个百分点，超过第二产业，创
1987年以来的新高。

改革开放以来，体系完善、体量巨大
的“广东制造”支撑着广东经济高速发
展。相比之下，第三产业发展略显缓慢。
近年来，随着经济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
广东提出建设以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

“双轮”驱动的主体产业群，加快发展以金
融、现代物流、信息服务、科技服务、商
务会展、文化创意、服务外包、现代旅
游、健康服务等9大行业为重点的现代服务
业，推动第三产业加快成长为全省经济新
引擎。根据 《广东省服务业发展“十二

五”规划》，到 2015 年，广东全省服务业
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将要提高到 48%，
人均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9%左右，2015
年人均服务业增加值达到3.5万元以上。

据统计，今年前3季度广东完成地区生
产总值 4.45 万亿元，同比增长 8.5%。其
中，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10.1%，高于GDP
增速1.6个百分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也
达到历史较高水平。几经努力，目前三次产
业结构已调整为4.8∶48.2∶47.0，第三产
业所占比重比 2012 年全年提高 0.5 个百
分点。

“广东服务”前景可期。当前，广东
依托毗邻港澳的优势，抢抓内地与港澳
CEPA 自由贸易协议以及中国—东盟自
由贸易区建设的有利契机，签署了广东
—东盟经贸服务贸易协议，重点打造广

州南沙新区、珠海横琴新区、广州中新
知识城等一批区域服务业合作平台，进
一步加强粤港澳服务业合作，实现粤港
澳服务贸易自由化。

随着前海、南沙、横琴等重大平台建
设的顺利推进，广东今年掀起了服务业投
资热潮。前 3 季度，广东省服务业投资完
成 10072.42 亿元，同比增长 20.8%，高
于整体投资增幅 2.6 个百分点，增速较去
年同期提高 9 个百分点；服务业投资占全
省投资比重达 65.7%，比去年同期提高
1.5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面对不容乐观的对外
贸易形势，服务业的“吸金”能力不减，
反而成为外资竞相进入的“热土”。今年1
月至 9 月，广东服务业实际吸收外资增长
18.8%，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5.2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对 GDP 的贡献率 52.8%

“广东服务”成稳增长主力军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庞彩霞庞彩霞 张建军张建军

本报讯 记者张建军报道：广东省日
前正式将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市认
定为广东省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将广州开
发区、广东金融高新技术服务区、珠海南方
软件园、莞城科技园、肇庆市综合性生产服
务业集聚区认定为广东省服务外包示范园
区，以点带面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在全省“星
火燎原”般发展。

数据显示，2012 年，广东服务外包企
业接包合同额和执行额分别为 81.1 亿美

元和 52.2 亿美元。尽管如此，广东服务外
包产业仍处于起步阶段——全省服务外
包发展水平不平衡，业务主要集中在广
州、深圳两市，其余各市的服务外包产业
发展缓慢，而且本土服务外包企业规模普
遍较小，难以形成品牌效应。

推动服务外包产业优化布局和集聚发
展，其中重要一环是开展服务外包示范城市
和示范园区认定，但广东的“动作”不止于
此。《广东省政府关于加快发展服务外包产业

的意见》和《广东省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规划
（2013-2020年）（征求意见稿）》共同提出，
将加快在广东全省构建起“双核双带、三线延
伸、多点崛起”的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格局。

其中，“双核双带”是指以广州、深圳为
核心和龙头，加快发展软件服务外包、知识
流程外包、业务流程外包和高端服务外包；
以加快珠江东西两岸的佛山、东莞、珠海和
中山等城市服务外包产业发展为重点，推动
沿江形成两条服务外包产业集聚带。“三线
延伸”则是鼓励一线城市服务外包企业在二
三线城市设立交付中心，推广“一线城市接
单、二三线城市交付”的运作模式。“多点崛
起”是鼓励和支持粤东西北地区的中心城市
根据当地产业基础和发展优势，力争形成全
省多点崛起的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新格局。

服务外包业“多点崛起”

经过 5 年的艰苦奋战，天津至秦皇岛
高速铁路 12 月 1 日正式开通运营。运营
后，津秦两地间最快旅行时间将由 2.4 小
时压缩至 1小时 11分。

津秦高铁的运营里程为 287 公里，途
经天津市、河北省 14 个区县，桥隧比为
67.6%，由原铁道部、天津市和河北省共同
出资兴建。其中天津市境内 69 公里、河北
省境内 192 公里，设计时速 350 公里，初期
运营时速 300 公里。全线设天津西、天津、
军粮城北、滨海、滨海北、唐山、滦河、北戴
河、秦皇岛 9 座车站，其中只有滨海、滨海
北和滦河 3 座为新建车站，其余均为改造
既有车站。

这条铁路于 2008 年 11 月 8 日开工建
设，2013 年 8 月开始进行联调联试，11 月
初开始运行试验。开通初期，将安排开行
动车组列车 5对，全部为“G”字头动车组列
车，12 月底实施第二阶段运行图，安排开
行“G”字头列车 19对。

让东北接入全国高铁网

津秦高铁就位于我国“雄鸡”版图的咽
喉部位，既是沟通东北与华北、华东、华南
等地区的重要通道，亦是连结华北、华东、
华南与东北经济区的纽带，路网作用十分
重要，被誉为“四纵四横”客运“主动脉”间
的一条关键“血管”。所谓“雄鸡一唱天下
白”，“咽喉”的贯通，使东三省与内地高铁
网开始“牵手”，一线跨越关内外，全国主要
城市实现白天互达成为可能。

在此之前，东北地区虽然铁路网发达，
但与全国铁路网的联系十分薄弱。秦沈客
专、哈大高铁、盘营高铁等的顺利通车，完
善了东北三省高铁网。然而，缺乏和全国
高铁网的联系，使得运输效能没有得到最
大程度体现。货物能够在东北三省内快速

流通，但与其他地区的交流受限。
津秦高铁的建成，则发挥了“让东北三

省接入全国高铁网”的重要作用。数据表
明，铁路承担了进出关全社会客货运量的
50%以上，而途经天津、秦皇岛的京沈铁路
承担铁路货运量的 75%左右、客运量的
90%左右，是我国运输能力最为紧张的铁
路通道。近年来，作为京沈铁路通道组成
部分的京秦、京山铁路客流密度基本保持
在 3000 万人左右，是全路平均客流密度
的 4 倍至 6 倍。大部分区段的客货能力利
用率更是达到 90％以上，长期处于饱和状
态，无法满足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

津秦高铁一手牵着东三省高铁网，一
手牵着关内高铁网，让两张网融为了一
体。建成后的津秦高铁，向北连接京哈线、
哈大高铁，向西连接京津城际铁路，向南通
过长约 5 公里的天津站至天津西站地下直
径线连接京沪高铁，将东北、华北、华东地

区的快速客运通道连接成网。

沿 线 经 济 提 速

这种情况下，进出关铁路进一步实现客
货分线运输，有利于充分释放既有线压力。
未来，津秦高铁还可通过津保铁路与京广高
铁连接，将极大提高区域路网主干线的运输
效率和质量，全面盘活区域乃至全国路网。
大量北上、东去、南下、西往的客流不必再到
北京周转，可有效缓解首都交通压力，可谓

“东南西北中，津秦一线通”。
在优化路网结构后，津秦铁路将有力

带动沿线经济社会发展，造福津冀民众。
天津将进一步巩固其联系南北、沟通东西、
服务“三北”、辐射东北亚和中西亚的铁路
枢纽地位，滨海新区和天津港也将迎来新
的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而秦皇岛也将借
助这一通道加强经济交流，寻求发挥各自

优势和特色的深层次合作，推动京津冀一
体化进程乃至环渤海地区的加速崛起。。

从区域发展来看，有了津秦高铁这条
纽带，东北、华北、华东乃至华南地区的跨
区域联系更加紧密，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
化进程将“提速”。在优化路网结构的同
时，津秦高铁缩短了东北地区与关内许多
城市的时空距离，对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意义重大。

津秦高铁建成后，中国高铁已达 34
条，累计长度占全国铁路运营里程的十
分之一，“四纵四横”快速客运网逐渐成
型 ，高 铁 网 络 效 应 日 益 显 现 。 预 计 到
2020 年，中国高铁运营里程将达到 2 万
余公里，与其他铁路共同构成的快速客
运网将达到 5 万公里以上，基本覆盖全
国省会城市及 50 万以上人口城市。届
时，纵横交错的高铁网将构建全国“一日
生活圈”。

津 秦 高 铁 ：跨 越 关 内 外
本报记者 齐 慧 雷 汉 发 武 自 然

上调民生类目标值

山西调整“十二五”部分指标
本报讯 记者刘存瑞 李哲报道：山西省日前对“十二

五”规划纲要中的部分指标进行了调整。
通过综合考虑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山西将

“地区生产总值”目标值由年均增长 13%调整为 10%左
右，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目标值由年均增长 18%
调整为 15%，“外贸进出口总额”目标值由年均增长 13%
调整为 7%。

同时，山西省上调了涉及民生和自主创新方面的4项指
标。据介绍，“城市污水处理率”和“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率”的目标值由80%分别上调到85%和90%；“每十万
人专利申请量”目标值由35件上调为55件；“城镇新增就业
人数”目标值由200万人上调为255万人；“五年转移农村
劳动力人数”目标值由150万人上调为185万人。

放宽准入条件

内蒙古试行注册资本“零首付”
本报讯 记者乔雪峰 陈力报道：内蒙古自治区工商

局为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近日出台了“特殊政
策”，放宽准入条件，试行注册资本“零首付”。

按照规定，除高危行业、重污染行业和食品药品行业以
及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典当公司、融资租赁公司、房
地产开发企业外，工商局允许资金不足而其他前置许可要件
齐全的内资企业先登记注册，1年内注册资本到位20%，其余
部分3年内分期到位，其中投资公司注册资本可在5年内分期
到位。申请办理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农
牧民专业合作社注册登记的，一律不受出资金额限制。

形成特色主导产业

贵州道真中药材产业发展快
本报讯 记者吴秉泽 王新伟报道：《贵州省道真仡

佬族苗族自治县中药材产业发展规划》 日前通过评审。根
据规划，到 2016 年，该县中药材种植面积将达到 50 万
亩，综合收入达 30亿元以上。

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素有“黔北药库”之称，有可药
用植物 620 余种。近年来，该县把中药材产业作为农民增
收、“减贫摘帽”的特色主导产业来发展，着力构建规模
化、现代化的中药材产业化发展格局，成效明显。目前，该
县中药材种植面积近22万亩，产量8000余吨、总产值超过
1亿元。此外，该县还组建了 20个中药材协会和专业合作
社。根据安排，该县明年将从基地建设、加工企业培育、品
牌打造及科研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快中药材产业发展。为实
现上述目标，该县还将分品种给予种植中药材专项补贴。

11月 22日清晨，随着商户陆续入驻八
廓商城，拉萨市北京东路显得格外热闹。

在二楼经营民族饰品的多吉一大早就
忙开了。“现在方便多了，打烊后商品可以
放在商铺里。商城有管理人员，很安全。”
他说，原来在宇拓路摆摊，每天晚上收摊后
都得把商品运回家，第二天一大早再运过
来，非常麻烦。

拉萨市城关区八廓商城竣工后，拉萨
市老城区宇拓路上 3031 家商户全部入
驻。11月 8日，商城正式营业，摊主们从此
告别了风吹日晒的露天摆摊生活。

拉萨市城关区委副书记刘亮介绍，
2012 年底，拉萨启动老城区保护工程，将
八廓街上所有露天摊贩暂时安置在宇拓路
步行街上，不久前全部迁入八廓商城。此

次搬迁，区里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建议，发放
了 8000 多份问卷调查，80%以上的摊主不
愿搬回老城区，选择入驻八廓商城。

摆放好商品，多吉指着被冻伤的手指对
记者说，之前在露天里摆摊，早晚气温低，手
指生了冻疮，现在条件好了。“终于不用再时
刻抱个暖手袋了，没客人的时候还可以坐着
看看报纸。”多吉乐呵呵地说。另一摊主索

朗旺姆则告诉记者：“现在遇到下雨天，再不
用担心商品被淋湿了。”他做服装生意已经
快3年，以前在露天摆摊时，一下雨就紧张，
忙着用塑料膜遮盖，服装经常被淋湿。

据了解，八廓商城今年 2 月正式动工，
总投资3.6亿元，占地65.95亩，是一座以特
色旅游商品销售、流通、展示为主，适度配套
小商品、民族特色餐饮的旅游综合型商城。

拉萨老城区商户喜迁“新家”
本报记者 夏先清 代 玲

本报讯 记者何伟报道：近日，海
南省财政厅拨付 2510 万元资本市场发
展专项资金，用于奖励 2012 年通过资
本市场直接融资的省内 27 家企业及证
券类金融机构。

据了解，去年海南省企业直接融资
共计 193.82 亿元，创历年直接融资额
新高，直接融资比率达到 21.8%，较上
年提高 1.4个百分点。

海南重奖直接融资企业

本报讯 记者赵妍报道：由内蒙古
锡林郭勒盟行政公署与中国肉类食品综
合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锡林郭勒羊肉
产品推介会”日前在北京举行。

据了解，内蒙古锡林郭勒为加快绿
色 畜 产 品 生 产 加 工 输 出 基 地 建 设 ，
2013 年 开 展 羊 肉 全 产 业 链 追 溯 体 系
建设。

锡林郭勒在京推介羊肉产品

图为大连大窑湾保税港区一角。今年 1 至 9 月，大窑湾

保税港区累计实现集装箱吞吐量 215 万标箱，同比增长

27.75%。大连保税区不断加快区域监管改革步伐，探索管

理部门与口岸联检单位互动机制，努力实现快速通关。

本报记者 苏大鹏摄影报道

本版编辑 喻 剑

本报北京 12 月 1 日讯 记者陶玙

报道：由中国能源环境中心、法国液化
气空气集团全球工程技术联合主办的
2013 中国能源环境“百家讲坛”今天
在北京举行。

论坛期间，中国能源环境研究中心
发布了中国清洁能源发展面临重要转折
点的展望。

能源环境“百家论坛”举行


